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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以开放、合作、共赢的态
度，倾力搭建云缴费平台，将缴费项
目、缴费渠道、银行系统整合为开放、
共享的缴费生态系统。光大银行云缴
费平台提供的自助缴费，对减少人与
人接触、防控疫情交叉传染具有独特
优势，光大银行通过非接触式服务为
居民的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提供线
上支持，帮助居民足不出户完成缴
费。目前，光大云缴费服务已涵盖全

国 17个大类、220个小类，超过 7000
项的各类生活缴费，基本覆盖了人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应对此次疫情，
光大银行积极部署，云缴费平台 24小
时监控缴费通道各项重要指标，重点
关注疫区缴费情况，全力保障各个环
节的稳定运行。目前，我省可以进行
线上缴费的项目有河南省电费，河南
省有线电视费，河南省移动、联通、电
信话费充值，河南省 ETC 充值，省内

大部分地级市和县区的自来水、燃气、
热力费等。抗疫期间，光大银行郑州
分行完成全省生活缴费1500万笔，金
额 22亿元，服务了 330万个家庭。居
民可通过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
载云缴费 App，足不出户实现线上各
类生活缴费。

请扫描右侧二
维码下载使用云缴
费App：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是
连接光大银行与客户一站式“金融&非
金融”聚合服务的重要平台。光大银行
手机银行支持在线开立账户、在线客
服、线上融资、存款证明、生活缴费等多
项便民惠民服务。光大银行手机银行
拥有账户服务、投资理财、个人贷款、转

账汇款、信用卡等九大服务板块，可满
足客户各类线上金融需求。疫情期间，
光大银行手机银行及时开通了线上专
用捐款通道服务，减免相应对外转账手
续费，个人客户通过个人网银、手机银
行的转账交易、捐款免收手续费。此
外，还开通了“抗击疫情专属服务区”和

“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提供 7*24
小时在线专家医疗团队问诊服务，可以
有效为疫情地区减负，降低患者前往医
院就诊交叉感染风险。

请扫描右侧二维
码下载使用中国光大
银行手机银行App：

光大银行企业网上银行系统
是专为对公客户量身定做的网上
银行服务，对公客户可享受光大
银行提供的账户查询服务、转账
服务、财务管理、代发工资、银企
对账、理财服务、线上融资、现金
管 理、国 结 业 务 等 多 项 金 融 服
务。抗疫期间，光大银行为公司
客户提供企业网银赈灾捐款专用
渠道，免除捐款转账手续费，为支
援疫区贡献力量。

请登录以下网址使用光大银

行企业网上银行：http：//www.
cebbank.com

光大银行微信银行为企业
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
的线上金融服务。个人客户关
注“中国光大银行”微信公众号
并进行账号绑定，即可进入个人
微信银行。

请个人客户扫描以下二维码
关注“中国光大银行”
微信公众号并使用光
大银行微信银行：

企业客户关注“中国光大银行企
业服务”微信公众号并进行账号绑定，
即可进入企业微信银行。光大企业微
信银行面向对公客户提供银企对账、
余额变动通知、余额明细查询、在线客
服、对公 e 开户、待审核提醒、e 理财、
电子回单查询、友好账户等移动端金
融服务。

请企业客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
“中国光大银行企业服
务”微信公众号并使用光
大银行企业微信银行：

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光大银行官网等线上渠道办理理
财、保险、公募、私募等财富管理相关
业务。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购买
光银现金 A、阳光金日添利 1 号、阳
光金月添利 1号、阳光金 2号、阳光金

18M/36M、新客理财等光大银行自
营理财产品。客户还可以线上购买
趸交险和重疾医疗险等保险产品，7*
24 小时办理信托计划、券商小集合、
基金专户等私募代销产品的购买、赎
回和查询业务；实时办理基金开户、

风评、购买、赎回、变更分红方式等全
流程交易。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中国光
大银行阳光理财”微
信公众号，了解最新
理财资讯：

光大银行贸易金融线上业务平台包
括阳光e结算、阳光供应链云平台、“阳光
融e链”在线供应链平台、福费廷区块链
交易平台等，为客户提供国际信用证、国
内信用证、保函、跨境汇款、托收、外汇资

财、标准保理、1+N保理、国内信用证福
费廷业务等贸易金融业务。

光大银行使您足不出户即可线上
办理汇款、国际信用证、保函、托收、国
内信用证、网银结汇、外汇衍生交易等

本外币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业务。
阳 光 e 结 算 网 址 ：https：//e.

cebbank.com/eps/index.do
阳光供应链云平台网址：https：//

icp.cebbank.com/

光大银行针对小微企业客户推出了系列线上普惠金融服务。包括阳光e微贷、阳光 e抵贷、阳光 e粮贷、阳光政采贷等产
品。并且推出了阳光普惠云系统，以“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以“场景化、数据化”的运营方式，为普惠金融生态链
客户提供“在线融资+金融科技”运管服务平台。

请登录以下网址使用普惠金融云平台：https://ifcs.cebbank.com

光大银行为企业客户提供完善的
线上服务，对公客户可享受线上查询、
转账、财务管理、理财、余额对账、个性
配置等服务。同时，光大银行的现金
管理平台为客户提供在线开立现金管
理虚账户、来账小管家、虚账户代发功
能，实现资金收付的精细化管理。

光大银行线上主要产品有对公大额

存单、对公表外理财、单位结算卡、电子
银行承兑汇票、阳光财富票据池、汽车

“全程通”等。对公大额存单产品起点金
额为1000万元，标准期限，利率最高可
执行各档央行存款基准利率上浮52%，
可办理质押业务，可转让；单位结算卡可
以跨机构、多账户、多渠道管理各类客户
账户，具有POS消费、转账汇兑、现金存

取、回单提取等功能；阳光财富票据池有
效解决了客户持有票据和应付票据之间
金额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难题；汽车“全程
通”是由光大银行给经销商向其采购车
辆提供融资支持，已成为该行与汽车厂
商维护银企合作的关键纽带。

请登录以下网址使用光大银行企业
网银：http：//www.cebbank.com

客户可通过阳光惠生活App、“光
大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光大银行
信用卡地带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个
性化办理包括信用卡申请、卡片邮寄
查询、卡片激活、卡片管理、额度调整、
账单查询、（本外币账户）还款、分期、
提现、银联/第三方支付开通、银联扫

码支付、交易限额设置、积分查询及兑
换、高端客户增值服务权益使用、个人
证件及信息变更、线上客户咨询等各
类金融服务。同时，可体验网上商城
购物、手机充值、视频和音频会员充
值、外卖点餐、在线游戏等多样化快捷
生活服务。

请扫描右侧二维码下
载使用阳光惠生活App：

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光大银行信用卡”
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
优惠活动：

客户可通过“中国光大银行个人
贷款”微信公众号办理以下线上个人
贷款业务：

1.光速贷
针对光大银行优质存量房贷客

户，纯信用，无抵押、无担保，无需提供

纸质材料，在线申请、在线审批、在线
提款。

2.房抵快贷
“光大房抵贷，有房快来贷”，最快

当天可完成审批，贷款金额可达 1000
万元，期限长达20年。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中国
光大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公众号，
办理个人贷款相关业
务，同时体验在线估
值、在线查询等增值
服务：

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实时购买周周存 2.0、大额存单、安存宝、定存宝等名品，通过企业网上银行办
理线上代发业务。在特殊时期，使用手机银行和个人网银转账汇款零手续费。

光大银行为财政、部队、医院、学
校等机构类客户提供了优质线上服
务。提供非税云缴费、中央财政授权
支付网银、养老金管理等系列服务。
光大银行将云缴费平台创新应用于
非税收入收缴业务、国税缴纳业务、

社保缴纳业务等对公板块业务，为广
大缴费单位和缴款人提供全面、安
全、高效的全流程金融服务。光大银
行十余年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
完善企业年金查询渠道，致力于为企
业年金计划委托人提供最全面、最便

捷的企业年金管理服务。
养老金网站：
http：//ea.cebbank.com/
云缴费官网：
http：//www.yunjiaofei2018.

com

勇担央企责任 助力疫情防控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推出十大线上金融服务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在疫情防控期间，光大银行郑州分行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努力服务社会民生，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金融服务，通过发挥科技优势，搭建优势渠道，

打造特色产品，推出十大线上金融服务，提供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的各种金融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刘江浩

一、光大银行云缴费平台

二、光大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微信银行

三、光大银行个人存款服务

四、光大银行个人财富管理服务
十、光大银行机构客户线上服务

九、光大银行贸易金融线上服务

八、光大银行普惠金融线上服务

七、光大银行企业客户线上服务

六、光大银行信用卡线上服务

五、光大银行个人线上贷款服务

惊魂

10日白天，警方和志愿者清理枪击事件
主要现场之一、呵叻府最大的购物中心“21号
终站”及其附近路面。民众在商场外放下鲜
花和卡片致哀。一些幸存者向媒体讲述事发
当天经历。

枪手 8日下午闯进购物中心开始行凶，
员工和顾客们慌忙寻找藏身地：餐桌底、柜台
里、储藏室、卫生间……

大约30人躲在四层一处女卫生间，拆下多
扇卫生间的隔间门堵住入口。这些人包括33岁
音乐教师差纳贴·颂沙库和他的妻子及3岁女
儿。枪声响起时，差纳贴正和家人在商场用餐。

差纳贴脱身后告诉法新社记者，一
名在购物中心工作的朋友借社交媒体向
他们更新监控摄像头拍下的枪手行踪。

他们后来听到有人敲门，因为害怕
是枪手，不敢开门。直到 8 日晚 9 时左
右，警方传递“可以离开”的信息，他们得
以有序撤离卫生间。走到车库时，大家被
又一阵枪声吓到，知道事件还没有结束。

失去

9日晚，许多人回到“21号终站”购物
中心附近道路，取回自家车辆，有些车辆
布满弹孔。当地社区为一名遇难的13岁
中学生举行葬礼。那名少年 8日驾驶摩
托车时遭遇驱车前往购物中心的枪手，不
幸中弹身亡。

诗丽叻·夸叻沙和其他数十名受害
者家属坐在一家公立医院的太平间外，
等待办理手续，以便认领亲属遗体、领取
由泰国政府刑事犯罪受害者援助基金支
付的赔偿款。诗丽叻现年 43岁，比她小
10岁的妹妹一家三口人，包括两岁的外
甥在枪击事件中丧生。

诗丽叻曾借社交媒体与躲在超市储
藏室内的妹妹交谈，建议妹妹为孩子哺
乳来安抚他，以免孩子哭闹引起枪手注
意。大约 13小时后，围攻结束，枪手被
击毙。诗丽叻收到现场一名警察朋友发
来的照片，目睹妹妹一家遗体，妹妹双臂
搂着儿子。

被毙

9日到 10日，泰国国防部、警方向媒
体披露更多枪击事件细节。枪手受过伏
击训练，枪杀包括孩子在内的平民时毫
不手软。

枪手乍甲潘·托马，军士长，32岁，在
呵叻府第22弹药营服役。当地时间8日

下午 3时 30分许，他在上级军官阿南达

洛·甲赛上校家中用手枪射杀后者以及

后者63岁的岳母，射伤现场另外一人。

枪手行凶动机尚不完全清楚，警方初

步认为关联一宗土地交易引发的金钱纠

纷。泰国总理巴育晚些时候说，矛盾源于

乍甲潘和阿南达洛岳母的个人纠纷。

乍甲潘离开上级家后前往军营，掠取

更多枪支和弹药。他开枪射中至少3名士

兵，抢走一辆“悍马”牌军车后驶离军营。

他中途射杀两名警察以及多名过路平民。

8日当晚6时前，凶手抵达呵叻府首

府呵叻市的“21号终站”购物中心，举枪
向四周群众扫射，导致放置在商场附近
的一个煤气罐起火。

枪手一边行凶一边更新自己在社交
媒体“脸书”的账号，张贴发泄愤怒情绪
的声明，还有一张着军装、戴头盔的自拍
照。他随后进入商场，继续扫射。

晚 7时左右，泰国防暴警察和特种
部队抵达商场。围攻持续至日出后。9
日上午 9 时 30 分，警方召开新闻发布
会，确认已击毙枪手。

这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引发极
大关注的严重枪击事件。 新华社特稿

泰国枪击事件伤亡惨重
一名泰国士兵8日在东北部呵

叻府开枪袭击军警、行人、商场员工
及顾客，制造泰国迄今死伤人数最
多的单人作案枪击事件。截至目
前，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
的30人死亡，另有58人受伤。

警方9日上午击毙枪手，但幸
存者惊魂未定。民众哀悼遇难者，
同时要求警方早日查清枪手疯狂行
凶动机。

一场风暴 9 日席卷英国和欧
洲大陆西北部，造成大量列车、航
班、轮渡取消，公路关闭，体育赛
事停赛。

英国气象局将风暴命名为“西
娅拉”，德国称之为“萨比娜”。最高
风速出现在英国威尔士西北部的阿
伯达伦村，达到每小时 150 公里。
英国气象局发出洪水警报，特意提
醒人们不要到河边自拍，以免落水。

英国至少10家铁路公司9日发
出“请勿出行”警告，伦敦国王十字
和尤斯顿车站大量乘客受困。

德国铁路公司取消前往德国西
北部一些目的地的列车班次。

在英吉利海峡两端，英国多佛
尔和法国加来港口关闭。来往两地

以及前往爱尔兰海、北海的渡轮都
停止运营。多佛尔港口在关闭 10
小时后部分开放。

位于英格兰北部的亨伯桥临时
关闭。这是这座桥 1981 年通车以
来第二次关闭。

多家航空公司取消部分航班。
英国航空公司为从伦敦多个机场出
发、计划搭乘国内和欧洲航班的乘
客提供改签服务。德国汉莎航空公
司说，从 9日下午至 11日早晨会取
消大量航班。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
也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从荷兰阿
姆斯特丹机场出发和抵达的大约
240架次航班取消。

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多场
体育赛事不得不改期举行。

虽然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
场风暴还是帮助人们创下一项新纪
录。一架英国航空公司从美国纽约
飞往英国伦敦的波音 747型客机，
当地时间 8日下午从纽约肯尼迪机
场出发，原定 9日 6时 25分抵达伦
敦，在顺风助力下，提前 102分钟，
于 4 时 43 分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
场，创下最短用时纪录。

纽 约 至 伦 敦 飞 行 距 离 大 约
5600公里，这架客机用时仅 4小时
56分，最高时速达到 1327公里，超
过音速。

追踪飞行器轨迹的“24小时飞
行雷达”网站说，另有两架维珍公司
的航班，当天执飞同一航线时也打
破先前纪录。 新华社特稿

风暴袭西北欧多国交通受阻

2月9日，在英国纽黑文，海浪拍打港口。
当日，欧洲多地遭遇风暴侵袭，多趟列车、

航班和轮渡取消。 新华社发

伊朗卫星发射失败
新华社德黑兰2月9日电（记者 陈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 9

日未能将“胜利”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发射失败。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艾哈迈德·侯赛尼当天在声明中说，伊朗通

过自主研发的“凤凰”号火箭搭载“胜利”号卫星进行发射，但卫星未
能加速至进入预定轨道所需速度。

声明说，伊朗太空专家将分析数据、修正错误，准备下一次发射。
据悉，“胜利”号卫星是配备了彩色摄影功能的遥感卫星，制造费用

近200万欧元，原计划用于石油储量、矿物、森林和自然灾害的勘测。
伊朗曾进行过数次空间发射活动，去年1月发射国产卫星“帕亚

姆”号失败，2月成功发射国产卫星“杜思提”号。伊朗政府去年 9月
证实，一枚运载火箭8月由于技术原因在发射场爆炸。

美国认为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技术相通，多次表示反对伊朗进行
卫星发射活动。去年9月，美国财政部对伊朗空间局及其两个附属研
究机构实施制裁，理由是其开发的发射装置可用于发射弹道导弹。

英国拟设立10多个自由港
英国政府 9日说，计划年底之前设立自由港，最多可能达到 10

个，并希望明年启动运营这些自由港。
英国政府说，设立自由港是为了在脱离欧洲联盟后继续促进英

国经济增长。政府将发起为期 10周的咨询，制定自由港发展规划。
咨询结束后，海运、空运和铁路港口都可参与竞标，政府将在年底前
公布最终确立的自由港名单。

“自由港将释放我们引以为傲、历史悠久的那些港口所蕴藏的潜
能，”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里希·苏纳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自由港将
引来新生意，给全国城镇带来就业、投资和（发展）机会。”

自由港一般不受所在地税务和关税规则限制。自由港内企业进
口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后出口，不必缴纳关税，此外通常享受其他税
收优惠。

英国政府说，正在考虑采取多种税收相关举措，加大对自由港内
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投资力度，同时降低用工成本。

英国有过一些自由港。路透社报道，一些贸易领域专家认为，自由港
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有限，其作用可能只是在英国国内重新分配经济活动。

新华社特稿

五角大楼去年省65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五角大楼去年通过精简支出、向盟友出售旧

装备等方式，节省65亿美元。
路透社 10日报道，五角大楼首席管理官莉萨·赫什曼接受采访

时说，五角大楼去年节省的开销足够购买 83架 F－35A型战斗机。
据她介绍，五角大楼的省钱之道包括出售过时装备、优化软件授权费
用管理，同时在采购方面更加精打细算。

美国今年国防预算上限 7410亿美元。国防部预期今后几年获
批预算不会大幅提高，所以设法“把钱花在刀刃上”。

五角大楼管理处 9名数据分析师研究大量数据，寻找合同不妥
之处。以木料采购为例，国防部发现22份不同的采购合同涉及同种
木料，售价却各有不同，于是整合成两份多供应商合同，不仅省时省
钱，还保护竞争。

另外，五角大楼去年向盟友出售“过时”装备，收入大约 4亿美
元。阿富汗等国家接手 19架老款直升机，智利和菲律宾买下 4架
C－130“大力神”飞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买下100枚爱国者防空导
弹。 新华微特稿


